●各设施的主要活动
日期请参照网站等。

一年两回（秋・春）


秋叶原电器街节

“大秋叶原”

秋叶原一带

节日期间各参加店铺会举行各种促销和折扣活动。

娱乐・媒体文化的街道

江户・东京
知识的交叉路

“大秋叶原”
水道橋

地图

唐吉诃德大楼＋ AKB48剧场

的各个时代变迁。先一探入驻着许多手办、动漫相关商店

骏河台・神保町、这一“大秋叶原”区，是各类媒体和文

的收音机会馆和象征秋叶原的偶像团体 AKB48 剧场。之后

化相关信息的源头，同时作为热闹的娱乐和消费的街道而

再经过 90 年代该街道的磁铁般的中心、聚集贩卖电脑的废

闻名遐迩。

旧零件的“Junk 大道”
。再折返车站方向，途中会穿过“秋

废旧品大道
（Junk大道）

4

5 月中旬（2019 年、2021 年…）

御茶水

唐吉诃德大楼＋ AKB48 剧场
YKK 手工艺品馆

进入 21 世纪之后，秋叶原作为动画・偶像・游戏等、代表

最后抵达神保町交叉路口周围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旧书店街。
途径两个交叉口的这条路线沿途有一些长坡道，请适时休

神田节

地理范围来重新理解“秋叶原”
，我们可以发现伴随时代而

息、欣赏沿途的景点。

神田节是隔年 5 月举行的大节日。穿着传统服饰的游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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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路町

九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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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河台和神保町的漫画・出版相关的文化。

岩本町

周六、
周日、
节假日12:00 〜 18:00
WEB ◉ http://www.meiji.ac.jp/manga/yonezawa_lib/
神田

所需时间…约一个半小时

公立女子大学

● JR 山手线、京滨东北线、总武线

旧书店街

HASSO CAFFÈ with PRONTO

起点“秋叶原”站可以使用的路线

清水濠

终点“神保町”站可以使用的路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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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田旧书店节

竹橋

神保町一带

千鳥ケ淵

历史可以追溯到超过半世纪前的神保町最大的节日。整个
街道成为旧书的世界和热闹的市场。

通

从高低起伏看秋叶原・御茶水・神保町
秋叶原和神保町之间的大起伏被叫做骏河台地区。众多大学聚
平川濠
集的这一高地、现在北边流淌着神田川，北岸原先和本乡高地的
突出部相邻。神田川是江户初期开凿的水路。和骏河台相比、低
地的秋叶原和神保町周围，江户时期是老百姓的居住地，交易市
天神濠
场也自然而然在这附近形成。
乾濠

戸

江

神田

「この地図の作成に当たっては、国土地理院長の承認を得て、
同院発行の基盤地図情報を使用した。
（承認番号 平28情使、第734-107号）
」

10 月下旬～ 11 月上旬

馬喰横山

り

通り
中央

●
都营三田线、新宿线

125

馬喰町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神田神保町 2-2 神保町站 A1 出口即

●东京地铁日比谷线
0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猿乐町 1-7

靖国通り
电话号码◉ 03-3296-4554
门票◉ 1F 展览厅免费；
2F 图书室 300 円〜 ( 需要登陆会员 )
开馆时间◉周一、
周五14:00 〜 20:00

旧书店街

牛渊

●筑波快线（Tsukuba Express）

神保町站

御茶水站

秋叶原站

m
25

小伝馬町

新日本橋

大手濠

20

千代田区

白鳥濠

15
大手町

大手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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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前
大手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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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的人物是江户时代秋叶原的信息贩卖员

浅草橋

米泽嘉博纪念图书馆

收音机会馆

神保町

秋叶原的电器街、不断变化的动画・游戏等亚文化、以及

距离………约 3km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三丁目
秋叶原站“电器街口”出口徒步 7 分

神保町

和流行趋势。让我们一起漫步并体验保留着战后的残影的

废旧品大道（Junk 大道）
神田川

靖国大道

●“大秋叶原路线”

秋叶原

新御茶水

神田明神、秋叶原、神田、神保町等

在街道中缓缓行进，节日期间秋叶原人头攒动。

●东京地铁半藏门线

地址◉ 101-0021
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 4-3-3
电话号码◉ 03-5298-5411
开馆时间◉ 9:00 〜 5:00

秋叶原

乐器店街

明治大学

日本的各类大众文化的中心，被世界所认知。从更广大的
变化的“物品・信息・知识的交叉路”所产生的文化欲求

御茶水

本乡
大道

中文版

地址◉ 101-0021
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 1-15-16
开馆时间◉ 10:00 〜 20:00
WEB ◉ http://www.akihabara-radiokaikan.co.jp/

Sola City

中地的面貌。离开秋叶原，
再往热闹的学生街的御茶水进发。
明治大学背后的米泽嘉博纪念图书馆拥有庞大的漫画收藏。

旧书店街

收音机会馆

唐吉诃德大楼＋ AKB48 剧场

柠檬画翠

大道
白山

秋叶原的亚文化的诞生史

台東区

神田寺

米泽嘉博纪念图书馆

天主教神田教会

叶原收音机百货商店”
，这里依旧保留着战后电器零件店集

米泽嘉博纪念图书馆

東京文化資源区案内 2

水道橋

本册子介绍的主要设施和景点

末广町

圣桥

收音机会馆

各个时代的文化资源。其中沿着神田川从秋叶原站往西的

2

御茶
水桥

周游秋叶原・神田・神保町

藏前桥大道

周游秋叶原・神田・神保町

位于东京中心东北部的“UP TOKYO ( 东京文化资源区 )”
，
这个路线的起点为交通要所的秋叶原，沿途可以体验街道

Junk 大道

飯田橋

两个“商店”街・
步行于秋叶原和神保町之间

在半径三公里的徒步圈内集聚着近世・近代・现代、跨越

3

昭和大道

大秋叶原路线

中央大道

江户・东京
知识的交叉路

读解潜藏于江湖・东京的
知识交叉路

人形町

東日本橋

赞助

Google Japan G.K.

大秋叶原
的故事

们的活动大本营。中央大道到处是秋叶原的亚文化，对于
不是太了解的游客，在车站南边的 1962 年开业的秋叶原收
音机会馆则可以更轻松体验到这里多样的消费文化。1998
年 , 海洋堂 , Volks 等手办店开业后，人偶模型相关的商店
也开始聚集于秋叶原附近。10 层高的建筑物里汇集了同人
杂志和游戏的商店以及各类会场和礼品店。

秋叶原在明治 20 年 (1887) 作为消防空地变成了一片旷野

以战后秋叶原车站高架桥下聚集的摊铺为契机，电器街就此诞生

让我们一起来挖掘作为江户的信息交叉口、收音
TOKYO DOME CORPORATION

亚文化和出版相遇的学生街・
骏河台

机零件和旧书等的市场、亚文化创作和消费的地

▶往东京最大的学生街

方发展而来的“大秋叶原”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离开一下秋叶原的中心，跨过万世桥，经过秋

以物品的交易地为起点的
秋叶原

叶原电器街前身的商摊曾聚集的小川町，到达骏河台地区。

售卖老百姓生活用品的工匠以及学徒集中居住的街区。当

近的东京电机大学的学生也在这些店铺里做临时工。其他

时支撑城市经济活动的仓库、
批发商和市场地区的“外神田”

的战后黑市大多以食品为主，这个地区则是大量电器商店

骏河台是日本现代大学的发祥地，在战后作为东京最大的

正是今日的秋叶原。

的聚集点。

学生街发展而来。沿着御茶水站的历史悠久的画材店“柠
檬画翠”和明治大学前聚集的乐器店街等一直支持着学生

在这里不仅仅有物品交易，在交通繁忙的御成道的货摊（现
在的中央大道周围）
，曾有一名叫须藤由藏的平民，通过收

▶电器街的诞生

集江户城中的各事件和小道消息、并向来往于江户的人们

这块电器街的地标、秋叶原站西侧的高架桥下的收音机百

▶︎信息贩卖员活跃的交通要所

提供这些信息为生 , 作为“信息贩卖员”被人熟知。

货商店其实也是这块黑市历史的见证。沿着靖国大道展开

▶这里培育了宅文化

江户时代的秋叶原周围是连接中山道、江户城和上野宽永

这个地区作为位于江湖城门外而取名为“外神田”
。
“秋叶

的摊铺在 1949 年驻日盟军总司令撤退之后，集中于这座

这个区域的学生们在战后的收音机零件的摊铺打零工之外，

前收集的庞大数量的漫画和同人杂志收藏，还举行动画、

在各个地方可以感受到大秋叶原的一体感。这个路线的终

作为在交叉口诞生的商店街和当代文化的信息发源地，意

寺、将军驾到的“御成街道”以及和神田川交错的交通要

原”这一地名可以追溯到明治初期。当时火灾频发、在一

高架桥下狭窄的空间。现在这几条街沿途皆是半导体和音

作为亚文化的消费者也和秋叶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这里

漫画、游戏等各类宅文化展览。

点为神保町交叉口，在店前摆设书籍的小型专门书店、空

外地拥有相似和相关之处。

所。作为江户市内屈指可数的繁华的工匠街，神田是制造、

场把这地区附近烧尽的大火之后，东京府政府将神田和御

响零件的专门店。1950 年代、越来越多的电器部件商店集

还培育了秋叶原的宅文化。1970 年当时明治大学在读生制

气中飘扬的咖喱的香味、交杂的街上游人纷至沓来，和起

徒町之间划为消防空地，以大片空旷的土地的形式留存下

中于此，经济高度发展期间的消费者也开始萌生了拥有各

作同人杂志的米泽嘉博在这里创立了交换同人杂志的漫画

点的秋叶原似乎有些相似之处。神保町和秋叶原一样，也

来。在祭镇火神的秋叶神社创建之后，被慢慢取名为“秋

类家电的欲望，这些商店转身为贩卖家电类商品的零售店，

市场，将由粉丝制作的漫画作品推升为了宅文化的主要媒

叶的空原”和“秋叶原”
。

秋叶原也迎来了全盛期。在这之后，秋叶原的消费文化又

体。从秋叶原沿着神田川再往西面进发，经过御茶水站周

经历了几次转变。穿过高架桥下的中央大道、抵达的“废

边的乐器店，就可以到达明治大学背后的米泽嘉博纪念图

▶在另一个交叉路口诞生的书街

书馆。除了保管漫画市场的创始者・漫画评论家的米泽生

从骏河台到神保町这个区域汇聚了小学馆等漫画出版社。

们的创作活动。

伴随时代变迁，秋叶原的消费文化见证了电器到电脑，再到动画和偶像的转变

旧书店街的神保町

位于重要的交叉口上，作为商店街发展而来。不过秋叶原
的主要商品从收音机零件到家电再
到电脑和宅文化商品，经历了多次

▶战前是货物站・蔬果市场

旧品大道（Junk 大道）
”是经营电脑、硬件、90 年代热销

伴随东京帝都的开发，这片空原在 1890 年转变为新设铁道

的废旧品商店的聚集地。现在这条大街上混合着电脑相关

出版业界街和日本最大级的旧书店
街这一性格。

变迁，神保町一直保持着 19 世纪的

步行 UP TOKYO

的货物站，成为了和车站南边流淌的神田川联动的物流据

的商店和主题概念咖啡厅、别有风味，经常可以看到秋叶

东京文化资源会议挖掘东京都心北部的新魅力

点。1923 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原来位于神田川对岸的蔬果

原的观光和逛街客。

市场转移到车站西北的土地（现在的 UDX）
，更加凸显了“物

▶最前端的秋叶原和怀旧的神保町

东京文化资源会议是聚焦于东京都北部（东京文化资源区、

品交易口”的性格。

原书房和一诚堂书店销售江户时代

通称 UP TOKYO）丰富且多样的文化资源，通过挖掘和活用

现在依旧保留秋叶原面貌的
电器街

这些文化资源、致力于再创造的产业、政府、大学和民间
企业的任意团体 (2015 年 4 月创立 )。作为本团体活动的
一部分，本地图册是介绍这个地区内独特的文化资源的体
验性原创路线的系列之一。

东京文化资源区介绍 2 “江户・东京 知识的交叉路‘大秋叶原’” 周游秋
叶原・神田・神保町”
发行・询问处◎东京文化资源区
［地址］〒 101-0054 千代田区神田锦町 2-1
［电话］03-5244-5450
［FAX］03-5244-5452
［邮件］info@tohbun.jp
［WEB］http://tohbun.jp/
文 / Sam Holden，菊地映辉，潘梦斐，逢坂裕纪子，柳与志夫
摄影 / 小泉贤一郎 设计 /STUDIO POT
2018 年 7 月 25 日发行 /5,000 册 / 双面 4 色 / 消光纸 90kg

在现在的秋叶原周边的交叉口活动的江户的信息贩卖员。
出自“江戸府内绘本 风俗往来 下篇”菊池贵一郎（芦乃叶散人）著

从电器到多样化消费

的流行文化、浮世绘。几百年前绘

▶中央大道人气四射的秋叶原亚文化

乎也有共通之处。另外，还可以徜

从废旧品大道（Junk 大道）往北面，让我们再回到秋叶原

文学和哲学等专门店，沉浸于各种

画的人物和情景、和今日的漫画似
徉于江户时代的古书、医学西洋书、

▶故事从收音机零件的摊铺开始

的主要道路、中央大道。秋叶原的亚文化，动画・漫画・

学问和各个时代的世界中。神保町

遭受 1944-45 年的东京大空袭大规模毁坏后的神田，在重

偶像相关商品的商店和女仆咖啡厅主题概念咖啡厅等，尽

旧书中心等销售漫画的店。珍惜旧

建过程中，小川町周围的靖国大道沿道形成了收音机零件

在这条街道。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 AKB48 偶像剧场。AKB48

品、坐落着各类很有气氛的咖啡厅

的摊铺街。以组装东西主干道路和铁道而运送来的军用通

偶像团体是 2010 年代日本流行文化的代表性的存在、在日

的旧书店和跑在亚文化最前端的秋

信及收音机零件为商的商贩们在这里寻到了巨大商机。附

本全国各地也诞生了各姐妹团体。这里的秋叶原剧场是她

叶原，乍一看似乎完全相反。但是
神田川边的万世桥站的遗留建筑物现在被改建为商业设施，营造着热闹氛
围

御茶水车站附近的乐器店以吉他为主、低音大提琴、小提琴、鼓等各种乐
器应有尽有

在神保町站出口的书店店前摆放着许多旧书古书

Spot

1

Spot

2

伴随时代变化的
秋叶原的地标

收音机会馆

Spot

3

卷起偶像文化暴风的
AKB48 大本营

唐吉诃德大楼
＋ AKB48 剧场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三丁目
秋叶原站“电器街口”出口即是

在电脑旧货店淘怀旧品

废旧品大道
（Junk 大道）
各楼层都张贴着 AKB48 的海报

［地址］〒 101-0021 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 4-3-3
［电话号码］03-5298-5411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三丁目
秋叶原站“电器街口”出口徒步 7 分

1962 年开业的秋叶原收音机会馆，地上八层、地下一层，

2000 年代、综合折扣店的唐吉诃德在中央大道沿道开了大

全世界也获得众多粉丝支持。现在她们依旧以秋叶原的该

在这条道路上，原先聚集着贩卖已经损坏或者无法保证正

作为秋叶原第一座高层建筑曾被争相报道。名字里含有“收

型店铺。当时偶像团体 AKB48 的专用剧场“AKB 剧场”也

剧场为大本营，定期举行各类表演。

常运作的电脑零件、
“垃圾品”商店。除了这些废旧品商店，

音机”是因为最初进驻的是收音机零件的商店。1976 年本

进驻了唐吉诃德大楼的 8 楼。这个剧场和 AKB48 的活跃的

还聚集了许多贩卖奇奇怪怪杂货的商店。淘货也是游玩秋

大楼的 7 楼，个人电脑的发祥地“Bit-INN 东京”开张。作

带动下，秋叶原也正式迎来了偶像文化风潮。现在成为秋

叶原的一大乐趣。伴随组装电脑热潮的终结和电子商业的

为日本电气（NEC）发售微型电脑的服务中心和展示厅，吸

叶原象征的 AKB48 大本营的本楼，不仅目睹了秋叶原的时

引了很多电脑粉丝聚集于此交换信息。

代变迁，在该地区里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最一开始作为

比 AKB48 剧场更早一步，于 2004 年 8 月楼内 5 层开张的女

Minami 无线电机株式会社的所有的大楼诞生。楼内的家电

仆咖啡厅“@home café”
，现在仍深受各“主人大人”喜爱。

推荐看点

贩卖店“Minami 电气馆秋叶原本店”
，在当时的秋叶原单一

手办专门店

1998 年、海洋堂、Volks 等贩卖手办的商铺开店。以这些
店的开业为契机，秋叶原逐渐成为众多手办专门店聚集之

女仆咖啡厅

推荐看点 

店铺占有面积约 5000m2，是日本最大规模和兴旺的爱好商
品店。

过去收音机生意红火，现在则是亚文化据点的收音机
会馆

推荐看点
推荐看点

租借式销售橱柜

推荐看点
推荐看点

唐吉诃德

AKB 剧场

旧零件。十分考察你的眼力！

的商品以外，还售卖秋叶原的土产和 cosplay 衣服等秋叶
原独有的商品。

摆设各怀旧老机种的中古店

2005 年诞生的偶像团体 AKB48 在全国拥有各姐妹团体，在

手办专门店的商品摆设

废旧零件店

可以在这里淘淘现在已经停止贩售的名机和稀奇古怪的废

入驻楼内 2 ～ 5 楼的吉诃德楼秋叶原店除了吉诃德楼集团

如同趣味盒的租借式销售橱柜

地。

普及，女仆咖啡厅等主题概念咖啡开始登场并逐渐代替这
些商店。

“秋叶原流”快餐

推荐看点

在收音机会场的商店，宅文化独特的“租借

废旧品大道的另一大特征是面向秋叶原最早

式销售橱柜”也是推荐看点之一。个人租借

的客人层次、
“单身男性”的饮食店众多。一

一个小销售橱柜，在橱柜中选择可以体现个

个人来淘废旧品、一个人可以随意进并快速

人趣味的手办和交换卡等商品进行销售的方

吃完的拉面店、牛肉盖浇饭店和土耳其料理

式。请尽情窥探各式各样的亚文化的趣味盒。

店聚集在这道路周围。这些食物虽然绝不是
高级食物，但是一直以来喂饱了饥肠辘辘的

推荐看点

客人们，可以说是这条街的一大重要资源。

动画作品中也隆重登场

推荐看点

秋叶原收音机会馆也登场于 2009 年发售、

( 左 ) 土耳其肉卷、烤串的土耳其料理摊
( 右 ) 自动售卖机出售的热烘烘的“罐装关东煮”

从电器街到亚文化

之后被制作为动画的 《STEINS;GATE》游戏中。作品中有一

近年，随着电脑组装热潮的衰退，动画、交换卡的商店、

幕人造卫星和收音机会馆撞击的场面。2011 年大楼内举行

概念咖啡厅等开始增多。

了再现这一情景的宣传活动。

动画情景的实际再现
( 人造卫星坠落于收音机会馆 © Hazumit 2011
http://flic.kr/typeblue/6290696509/
Licence a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2.0/)

在秋叶原的建筑群
中外观分外独特。由
于唐吉诃德入驻楼
中，现在以“唐吉诃
德楼”这一俗称被大
家熟知

从秋叶原还有蔬果市场
时代就开始营业的牛肉
盖浇饭店“Sanbo”

Spot

4

Spot

5

欣赏漫画、动画、
游戏等亚文化展览

米泽嘉博
纪念图书馆

艺术・土产店

体验世界最大规模的
旧书店街

为了创 造可以 感 动 人心 的 空 间 。

“大秋叶原”的更多景点

可以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和品质的地方

▶位置请参照地图上的★符号

旧书店街
［住所］东京都千代田神田神保町 2-2 神保町站

A1 出口即是

柠檬画翠 御茶水本店

乐器店街

1923 年开业的画材店。开业以来，一直是售卖欧洲的绘画

从御茶水站往神保町方向、明大大道沿道聚集着乐器店售

用画材和建筑模型材料的名店。位于学生街之中，长年被

卖各类乐器和音乐相关书籍。在这里或许可以邂逅命运中

艺术家所青睐。

的乐器。

〈手工品馆 by YKK〉
秋叶原站东侧、神田和泉町的手工品馆 by YKK 通过手工制
品、提供各类人群自由交流的场所。1 ～ 4 楼有手工艺等工
作房、并举行拉链展览等各类活动。步行感到疲惫的时候不
妨进来体验一下手工制作。

JR 御茶水站出站即是。

［地址］〒 101-0064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猿乐町 1-7-1
［电话号码］03-3296-4554

作为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而闻名的神保町聚集着
180 多家古书店。即使不懂日文也可以逛逛专售
江户、明治时代的贵重书籍的书店和其他各类专
米泽嘉博纪念图书馆位于明治大学的背后

空间创作的专家

门店，体验神保町特有的氛围。另外还有众多版

株 式会 社

丹青社

〒 10 8 - 8 2 2 0东京都港区 港南1-2 -7 0 品川S e a s o n Te rra c e19 F
Tel 0 3 - 6 4 5 5 - 810 0 (代表 ） U R L w w w .t a n s eis h a .c o .j p

画专门店、日本传统“花牌”的专门店。行走感
到疲惫的时候，进“纯喫茶”咖啡厅歇一歇也是

米泽嘉博纪念图书馆是明治大学在 2009 年开设的漫画和亚

单行本、同人杂志和亚文化杂志等。使用阅览室时，根据

文化的专门图书馆。米泽嘉博生前作为漫画评论家及漫画

使用目的可以挑选各种会员服务选项。详细请参照网站。

市场筹办会的代表，是日本漫画界的重要人物。他留下的
约 14 万件的杂志、单行本、同人杂志和亚文化相关书籍收
藏，现在保管于该纪念图书馆。一楼展厅是企划展的会场，
二楼则是阅览室。

展厅

推荐看点 

免费开放的一楼展厅举行漫画和各类亚文化相关的企划展。

神保町的一大乐趣。
地址………〒 101-0062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 2-6-12

推荐看点

营业时间…平日 10:00-20:00 周末、节假日 11:00-19:00

浮世绘中寻找漫画的原点

(B1F 印刷服务区周日和节假日休业）

原书房、山田书店、大谷书房等旧书店售卖各类版

入场费……免费（一部分展览收费）

画。从江户时代的流行文化、浮世绘中，我们或

WEB …… http://lemongasui.co.jp/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 地球馆
事业业主：（独 ) 国立科学博物馆 业务范围：展览企划、设计、制作和施工
* 乃村工艺社・丹青社设计施工共同企业体
摄影：フォワードストローク Foward Stroke
摄影协助：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

休息日……无休（餐厅、画廊除外）

手工品馆 by YKK
地址◉〒 101-0024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和泉町 1-1 YKK 和泉楼
电话◉ 03-3864-2110 开馆时间◉ 10:00 〜 17:00
闭馆日◉周日、节假日 年末・年初（除特殊活动日）
URL ◉ https://monozukuri.ykkfastening.com/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ロゴタイプ】

単独使用タイプ（スローガンがつかない場合はこちらを採用）

许可以找寻到当代漫画的各种表现方式。京都便
推荐看点

丰富的收藏资料

纪念图书馆以战后发行的各类出版物为主、包含漫画杂志、
可以阅览各种资料

利堂销售的各美术作品的明信片，可以以适中的价
格带回家。

“纯喫茶”咖啡厅

推荐看点 

说起神保町那就是旧书店和咖啡厅。比如藏于狭

sola city 都市漫步站

WATERRAS COMMON GALLERY

在御茶 NaviGate 的“都市漫步站”
，墙上张贴着御茶水区

WATERRAS 继承了神田的古老传统，以社区据点为概念、于

域的各活动和景点信息。另外在触摸屏上可以从超过 250

2013 年作为综合设施开业。WATERRAS COMMON 2 楼的展厅

个御茶水街区的景点中选择自己心仪的景点、制作自己的

中央的展览涉及范围广泛。在没有各类活动和展览的时候，

专属地图。

作为休息区域可以自由使用。

地址………
〒 101-0062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 4-6 御茶水

地址………〒 101-0063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淡路町 2-101

窄小巷里的老店、躲在老
楼的二楼或地下室、洋溢
爵士乐的特殊空间 ... 每

和历史建筑物一起保持
美丽景观的 TERRACE SQUARE
神保町附近的 TERRACE SQUARE 的特征是 1F 和 2F 部分复原
了博报堂旧本馆。作品包括明治生命馆等建筑师、冈田信一
郎设计，1930 年竣工。呈现新古典主义和由人造石材提供柔
和印象的外观，再现了当时的风貌。里面入驻了以“创想十
字路”为概念的 HASSO CAFFE with PRONTO。为灵思妙想的
诞生提供最佳的时间和场所。

家店都体现店主的偏好、

体验街道乐趣的文具
“mati mati”
（街・街）系列
散步的好伴侣要不要尝试采用实际地图纹样的文具品？丸之
内地图纹样上红砖楼等“历史建筑物”
、表参道的地图纹样
上“时尚商店”等、代表街道特征的景点一个一个融入地图
之中。一手拿着“mati mati”
（街・街）系列一边漫步，街
道或许也会和平日看上去不太一样。

并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氛
围。

sola city 地下一楼广场（御茶水车站直通）
营业时间…平日 11:00-19:00（周二休业）

周末、节假日 10:30-18:30
WEB …… http://ocha-navi.solacity.jp
在昭和 28 年 (1953 年 ) 作
为探戈咖啡厅开业的米隆加
（Mironga）

神田旧书节人头攒动

摄影 ：SS 东京

营业时间…11:00-20:00
WEB …… https://www.waterras.com/common/

HASSO CAFFÈ with PRONTO
地址◉〒 101-0054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锦町三丁目 22 番
Terrace Square1F 电话◉ 03-6273-7775
营业时间◉平日 7:00 ~ 22:00 土 11:00 ~ 17:00
休息日◉周日、节假日
协助 : 株式会社博报堂
URL ◉ http://hasso-caffe.jp/

各街道重叠的“文件夹” 380 円＋税
裁下可作包装纸的“笔记本” 380 円＋税
道路上可以记笔记的“纸胶带” 430 円＋税
记录旅行回忆的“便签纸” 480 円＋税
■售卖商店
请见网站 ShopList
http://www.zenrin.co.jp/goods/matimati/

